
2021年安徽省首版次软件拟评定项目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版本号） 地市

1 合肥移瑞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移瑞物联网设备云服务管理平台 V1.0 合肥

2 安徽银通物联有限公司 双屏人脸识别融合支付终端 合肥

3 合肥博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戒毒康复数据融合和综合分析平台

V1.0 合肥

4 安徽智寰科技有限公司 机器智能诊断云平台V1.0 合肥

5 安徽交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高速公路视频监控平台V1.0 合肥

6 安徽长幸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物联网边缘代理网关系统V1.0 合肥

7 安徽云磬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基于声学技术的化工关键设备故障诊

断与预警系统
合肥

8 安徽兴博远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兴博智慧政法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

V3.0 合肥

9 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智慧新监管监所实战平台v1.0 合肥

10 合肥永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SOA构架的通知服务中间件V2.0 合肥

11 合肥国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铁路GSM-R分析系统V2.0 合肥

12 安徽商信政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商信政通信创安全电子公文办公系统
V2.0 合肥

13 合肥成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基于一体化平台的推演试验系统 合肥

14 安徽容知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容知在线监测系统V2.0 合肥

15 安徽省信盾科技有限公司
列车与路基一体化智能监测验证系统

V1.0 合肥

16 合肥科飞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视知觉学习治疗软件V1.1 合肥

17 合肥中科类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AI实训平台V1.0 合肥

18 中通服和信科技有限公司 安全可靠电子公文系统V1.0 合肥

19 讯飞智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视频图像智能分析平台V1.0 合肥

20 合肥非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智能ERP系统V1.0 合肥

21 合肥火星科技有限公司 Mars3D三维地球平台软件V2.0 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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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人工智能的城市智慧供热平台

V1.0 合肥

23 安徽中科数盾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警务通APP平台V1.0 合肥

24 安徽智圣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智圣企业上云数据安全防护系统 V1.0 合肥

25 安徽华典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金瀚数据库系统V1.0 合肥

26 安徽三禾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工业互联网云平台V1.0 合肥

27 安徽科力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智能交通综合管控平台 合肥

28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云网运营系统采集和控制平台

V1.0 合肥

29 安徽庭聚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卫生健康XR数字化展厅软件

V1.0 合肥

30 安徽汉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速公路收费数据校验系统V1.0 合肥

31 安徽宝葫芦信息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全息安全型档案管理平台 合肥

32 安徽劲威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劲威智慧环卫管理云平台V1.0 合肥

33 安徽智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CAD的桥梁结构标准图设计系统

V1.0 合肥

34 安徽恒信正安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铁路智慧消防系统V2.0 合肥

35 安徽国通亿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精准教学平台V2.1.0 合肥

36 安徽为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制

造执行系统
合肥

37 合肥斡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手机频谱管控系统V1.0 合肥

38 合肥华思系统有限公司 华思储能（BMS）系统管理软件V1.0 合肥

39 安徽绿舟科技有限公司 AIOS智能物流系统V1.0 合肥

40 科大智能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物资存储中心智能库房集成化管理系

统V1.0 合肥

41 安徽科创中光科技有限公司
科创中光量子激光雷达控制与显示软

件V1.0 合肥

42 合肥优恩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美关公智慧眼住户安全守护系统V1.0 合肥

43 安徽清新互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I视频智辅数据系统平台 V2.0 合肥

44 安徽凯川电力保护设备有限公司 KCJD-XGK型电网接地监控管理系统 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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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安徽继远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组件工具评测系统V1.0 合肥

46 合肥谷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谷方晶圆行业智能制造良率提升平台

V1.0 合肥

47 安徽新华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监所智能应用平台V1.0 合肥

48 安徽教育出版社 智能硬笔书法练习系统V1.0 合肥

49 合肥西格玛电力运检技术有限公
司

输电智慧全景管控平台V1.0 合肥

50 安徽惠洲地质安全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

惠洲院震电磁三场地质灾害勘探采集
及数据分析平台

合肥

51 安徽同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同徽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V1.0 合肥

52 安徽虹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虹湾交通安全指挥调度平台V1.0 合肥

53 合肥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政府服务热线管理平台 合肥

54 安徽国智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燃气大数据监测平台V1.0 合肥

55 安徽习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C30新媒体交互式学科动态资源库系统

V1.0 合肥

56 安徽富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煌视频监控管理系统V1.0 合肥

57 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能耗监测、环境监测、机电系统监测
智能管理以及能源调控一体化监测管

控系统V1.0

合肥

58 安徽聚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聚成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入户抽测软

件V1.0 合肥

59 安徽千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产品监督检测平台 V2.0 合肥

60 安徽龙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龙讯智慧云政务平台软件V2.0 合肥

61 安徽邦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农业种植长势观测系统 合肥

62 安徽优旦科技有限公司 优旦智能电池管理系统V1.0 合肥

63 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晶奇全民健康信息平台V3.0 合肥

64 安徽一维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一维电源控制系统V1.0 合肥

65 安徽卓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农村卫生厕所智能化长效管护平台

V3.0 合肥

66 安徽富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慧公益诉讼平台V1.0 合肥

67 安徽宝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软件运行性能评测分析系统 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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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合肥湛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动态交通行为智能分析云平台V1.0 合肥

69 安徽福斯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悟空融媒”融媒体中心平台 合肥

70 安徽南瑞继远电网技术有限公司 变电站远程智能巡视系统V1.0 合肥

71 安徽中科美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机关事务综合管理信息平台V1.0 合肥

72 安徽梵凯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设备智能化同步控制管理系统 

V1.0 合肥

73 合肥视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I语音互动魔盒系统 合肥

74 安徽咪鼠科技有限公司
咪鼠科技笔记本电脑语音应用软件

V1.0 合肥

75 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泰禾嵌入式Linux平台的色选机屏软件

V1.0 合肥

76 合肥恒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矿用数据传输保障系统(PC版)V1.0 合肥

77 安徽先兆科技有限公司 “先知道"电气安全预警系统V1.0 合肥

78 芜湖哈特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

芜湖机器人工业互联网平台 芜湖

79 芜湖汉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云架构隐形加密系统V1.0 芜湖

80 安徽问天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量子纠缠光源产生与探测系统WT-ESS 芜湖

81 安徽小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无人值守书香便利运营管理系统 芜湖

82 安徽阡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水清岸绿产业优美丽长江经济带信息

管理服务平台V1.0 芜湖

83 安徽兆尹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兆尹资产证券化系统V4.5 芜湖

84 安徽云工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云工享众包数字化平台V1.0 芜湖

85 安徽共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共好运智能可视化系统 V1.0 芜湖

86 安徽瑞祥工业有限公司 白车身智能焊装生产线控制系统 芜湖

87 安徽数安桥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芜湖市公安局大数据反哺一标三实平

台V1.0 芜湖

88 安徽贝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BIM的智慧工地云平台V1.0 芜湖

89 惠国征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应用服务云平台 V1.0 芜湖

90 安徽华夏显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的超高清

智慧显示系统
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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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安徽创易科技有限公司 创易智慧工会平台系统V1.0 芜湖

92 安徽铂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G智慧工地数字管理平台

V1.2.68 芜湖

93 安徽瑞信软件有限公司 瑞信智慧建管互联网+应用平台V1.0 芜湖

94 芜湖山野电器有限公司 山野来充-充电桩平台应用软件 芜湖

95 安徽易康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易康达糖尿病无创检测仪控制软件

V1.0 铜陵

96 铜陵蓝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蓝岛机械加工制造执行系统(MES系

统）V1.0 铜陵

97 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蓝盾微型空气站监测系统测控软件

V1.0 铜陵

98 铜陵玉成软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报废车回收管理系统（PC端标准版）

V1.0 铜陵

99 安徽长江工业大数据科技股份公
司

科技园区管理与服务平台 V1.0 铜陵

100 安徽云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云轨轨道交通大数据分析系统V1.0 马鞍山

101 马鞍山微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微光信息技术服务平台V1.0 马鞍山

102 卓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卓源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防火预警系统

V1.0 马鞍山

103 马鞍山百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百助大数据精准营销服务平台V1.0 马鞍山

104 安徽省宝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人脸识别监控智能比对分析云平台 淮北

105 淮北大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天下淮北系统V1.0版 淮北

106 安徽正华生物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AI动物精细行为分析系统V1.0 淮北

107 安徽旭奇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旭奇动态人脸识别应用系统V1.0 淮北

108 池州睿成微电子有限公司
基于云端、边缘服务器和视频智能终

端交互融媒体系统
池州

109 安徽奕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中标麒麟交互式无纸化智能会议

系统V3.0 池州

110 安徽华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慧校园综合管理平台系统V1.0 池州

111 安徽文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慧黑板（WX-B086) 池州

112 安徽图联科技有限公司
POI道路属性5G应用数据管理系统

V1.0 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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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安徽省公众电子认证有限公司 数字证书统一管理平台V1.0 淮南

114 蚌埠依爱消防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依爱消防物联网远程监控平台软件

V1.0 蚌埠

115 安徽银锐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玻璃深加工MES系统 蚌埠

116 安徽家能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5G物联网集中抄表智能终端 安庆

117 明光利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ANDON系统软件V1.0 滁州

118 黄山徽扬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小区管理云平台V1.0 黄山

119 安徽龙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科工贸建”型企业智能综合管理EIP平

台
六安

120 安徽壹农源科技有限公司 壹农源养殖管理APP 1.1.0 宿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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